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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6706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旗股份  股票代码 30057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陆洋 徐利 

办公地址 南京化学工业园区长丰河路 309 号 南京化学工业园区长丰河路 309 号 

传真 025-58375450 025-58375450 

电话 025-58375015 025-58375015 

电子信箱 info@flagchem.com info@flagchem.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所在农药行业发展状况及趋势如下： 

1.全球农药行业情况  

全球农药市场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后逐渐进入较为成熟的阶段，但伴随全球人口不断增加

导致粮食需求不断增长，全球气候异常导致的病、虫、草害增多以及转基因作物的飞速发展，

以及农业集约化经营趋势，未来农药行业前景依然看好，尤其是高效、安全、环境友好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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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种。 

2020年以来，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和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给全球农化行业发展增添

了诸多不确定性，诸如消费需求变化、产业链中断、以及持续的贸易战和汇率影响。尽管如

此，农药产品需求相对刚性，疫情蔓延和经济衰退对农药行业整体影响有限。根据世界农化

网报道，Phillips McDougall预计2023年作物用农药市场可达667.03亿美元，2018—2023年复合

年均增长率达3%。  

随着国际农药巨头新一轮兼并重组完成，全球农药工业新的格局已经形成，以先正达集

团、拜耳、巴斯夫、科迪华为第一集团的跨国公司在发展模式上具有科技创新、全产业链、

产品种类丰富、一体化、国际化等特点。他们主要专注于制剂生产及新产品的开发，形成农

药创制的垄断局面，从而巩固其在全球农药市场的优势地位。同时，我们也看到，因新农药

研发周期和费用上升，非专利药比重不断上升，农化巨头在继续投入研发费用开发专利农药

的同时，也扩大外包力度来提升盈利能力。从而带动中间体和原料药企业获得更多巨头客户

订单，市场份额不断提升。预期未来，具有竞争优势的原药企业的发展空间将获得进一步的

提升。  

2.国内农药行业总体情况  

近年来我国农药工业快速发展，已形成了一套包括科研开发、原药生产、制剂加工、原

材料及中间体配套较为完整的农药工业体系，农药的产量与出口量已处于世界前列。随着国

内化工行业安全和环保持续不断的规范、整改，领先农药企业的竞争力将获得进一步增强。 

 2021年，国际市场对我国农药需求增加，导致我国农药尤其原药供不应求，加之国内“双

碳”政策影响，碳达峰和碳中和带来的节能减排、压缩产能，导致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

使得农药价格普遍上涨。2021年，国内农药政策及需求导向明显，我国农药行业步入了较大

的变革调整期，环保与安全政策强化，高毒农药淘汰提速，绿色农药需求旺盛。同时，行业

领先企业安全环保更为规范，技术改进力度及投入不断增加，生产连续化、自动化逐步升级，

整体创新能力逐步提高，持续运营能力和竞争能力将越来越强。农药行业兼并重组、转型升

级的步伐加快，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将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所处的行业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属行业为制造业中的C26化学原

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业务为新型高效低毒农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3.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报告期，公司处于成长发展阶段。农药行业的上游是石化行业，下游是农林牧渔行业及

卫生领域，上游行业与宏观经济密切相关，具有明显的周期性；而下游行业存在一定的刚性

需求，周期性不明显。 

    公司在氯氟吡氧乙酸、噻虫胺、虱螨脲等诸多细分产品市场上占据领先地位。荣获由中国

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颁发的2021年中国石油和化工500强企业、2020年中国石油化工农药制

造业百强企业、2020年中国石油化工企业农药独立生产和经营企业的证书、2021年中国石油

和化工行业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和由中国农药工业协会颁发的2021中国农药行业销售百强企业

的证书。 

4.公司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主要产品为化学农药。化学农药主要用于预防、消灭或者控制危害农业林业的病虫草和

其他有害生物以及有目的的调节、控制、影响植物和有害生物生长代谢、发育、繁殖的作用。

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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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主要产品 主要用途 

农药原药 氯氟吡氧乙酸 用于加工成除草剂 

炔草酯 

甲氧咪草烟 

虱螨脲 用于加工成杀虫剂 

噻虫胺 

农药制剂 高效氟吡甲禾灵乳油 直接田间终端施用 

氯氟吡氧乙酸乳油 

精噁唑禾草灵水乳剂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3,154,713,796.81 2,540,212,366.99 24.19% 2,240,386,397.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56,487,679.47 1,457,503,003.93 13.65% 1,282,236,643.49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2,192,805,168.74 1,861,749,308.55 17.78% 1,569,075,036.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3,613,956.14 196,187,719.89 8.88% 149,762,694.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0,901,439.46 165,732,312.64 21.22% 145,452,313.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0,619,642.67 320,013,995.90 -56.06% 254,973,691.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3 0.95 8.42% 0.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3 0.95 8.42% 0.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99% 14.37% -0.38% 12.1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93,571,452.38 417,301,017.62 597,248,350.92 684,684,347.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038,593.93 32,264,041.24 34,063,477.35 87,247,843.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7,197,695.47 28,634,995.38 33,462,585.10 81,606,163.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411,036.05 85,072,288.32 45,405,941.63 54,552,448.7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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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7,682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7,594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吴耀军 境内自然人 28.79% 59,604,930 19,868,310 质押 14,700,000 

周学进 境内自然人 7.97% 16,494,690 3,698,230   

张骥 境内自然人 5.74% 11,880,000 3,960,00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

发优企精选灵

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84% 5,882,230 2,681,770   

嘉实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社

保基金 16041

组合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82% 5,835,019 5,835,019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价值增

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4% 5,055,074 5,055,074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嘉

实价值长青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3% 4,825,479 4,825,479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汇

丰晋信低碳先

锋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0% 4,770,604 3,224,401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嘉

实价值优势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0% 4,147,610 4,147,61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行业领

先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5% 3,200,351 1,700,01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吴耀军与张骥为夫妻关系，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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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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